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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雖然是以軍事起家，但

曹魏一族在文學上卻具有相當高

的成就，如曹操和其子曹丕、曹

植都擅於寫詩，時稱三曹，後世

又稱建安文學。由於他們的積極

提倡，使得中國一度衰微的文學

又重現生機。

在當時的鄴城銅雀臺（故址

在今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境內），

聚集了東漢末年的一大批文學

家，有詩文典雅的阮禹、書法深

妙的邯鄲淳、文美詞麗的繁欽、

才華橫溢的蔡文姬、字畫絕世的

鍾繇等，他們在銅雀臺盡情地抒

發自己的雄心壯志，歌詠出屬於

魏晉時代的風華歲月。

曹魏建安文學隨著中國歷史

長河一直延續下來，成為了中國

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觀。

趙匡胤千里送京娘

古城邯鄲有一座頗為知名的

京娘湖，這裡除了湖水蕩漾、景

色宜人之外，還流傳著一個「趙

匡胤千里送京娘」的動人傳說。

趙匡胤是大宋王朝的創立

者，故事就發生在他建立宋王朝

之前。

那年，趙匡胤因事到山西太

原府，住在他叔叔為住持的清油

觀。有一天晚上，他聽到廟內有

女子的哭泣聲，感到十分奇怪，

文︱淡然

邯鄲，位於河北省最南

端，因邯山至此盡而得

名，有「河北南大門」

之稱。《後漢書‧光武

紀》註解：「邯，山名。

鄲，盡也。邯山至此而

盡。城郭字皆從邑，因

以名焉。」

邯鄲是戰國七雄之一的趙國

都城，有 3000多年的歷史，文

化底蘊非常深厚，而由於長期在

胡漢的混居融合之下，更形成了

邯鄲包容、開放的文化特色。

邯鄲是著名的歷史文化名

城，擁有中國成語典故之鄉的稱

號、璀璨亮麗的文學成就，以及

許許多多美麗動人的傳說故事。

邯鄲就像一罈越陳越香的酒，讓

你流連忘返、沉醉不已，親自走

訪一趟，您即可感受到這座文化

古都的獨特風情。

成語典故之鄉

邯鄲向來有「中國成語典故

之鄉」的美譽。歷史上與邯鄲有

關的成語多得不計其數，包括：

毛遂自薦、黃粱一夢、紙上談

兵、一言九鼎⋯⋯

位於邯鄲市區的學步橋正是

成語「邯鄲學步」典故的出處。

相傳，2000年前，燕國壽陵有一

位少年，聽說邯鄲人走路很美，

便跑到邯鄲去學人走路，在邯鄲

仔細觀察趙都城人的步伐、姿

勢，苦學多日後，仍覺得自己學

不會，甚至忘了自己原先是怎麼

走路的。後來「邯鄲學步」這句

成語也因此應運而生了。

樂府〈陌上桑〉廣傳唱

在古趙國邯鄲城裡，有一首

廣為人們所熟悉的樂府詩，那就

是〈陌上桑〉。

〈陌上桑〉故事裡的主角羅

敷，是三國時期邯鄲城裡的一名

農家女，也是古趙國邯鄲城美女

的代表，她純真動人的故事至今

仍被後人所津津樂道。

據傳，羅敷喜歡採桑養蠶，

每天早晨都會到城南採桑葉。採

桑時，羅敷總是非常專注，而她

的專注之美，讓行人見了都忍不

住放下擔子，手撫著鬍鬚，忘神

地凝視著她。少年看到羅敷，會

脫下帽子，綁上新頭巾；耕田的

人看到羅敷，會忘記手中的犁

耙；鋤地的人看到羅敷，會忘記

手中的鋤頭。

有一次，一位非常有權勢的

人，乘坐著由五匹大馬拉動的大

車，看到羅敷，便動心想去追

求，於是先派自己的小吏前去打

探她的年齡和名字。這位有權勢

之人得知羅敷的年齡和名字後，

想邀請她一起乘著五馬大車去兜

風，於是問她：「寧可共載不？」

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本

該是膽怯害羞的年紀，但羅敷卻

始終保持著自信和淡定，沒有怯

懦，也沒有卑微。只見羅敷大方

地走上前說：「使君怎麼說出這

般傻話？您已經有妻子，我也有

夫君了。」

邯鄲城裡的羅敷，她純真開

朗、自信淡然的美麗形象，隨著

漢風吹拂至今，除了讓後人代代

傳唱之外，也留給了人們無限的

想像。

亂世中的璀璨文采

在邯鄲古城裡，除了有純真

動人的美麗故事外，也有著曾經

璀璨一時的文學故事。

曹魏是三國時代的其中一

方，始於西元 220年曹丕篡漢。

曹丕之父曹操雖未稱帝，但曹丕

稱帝後追封他為魏太祖。魏朝，

連曹操共 6帝，是三國時期最為

強大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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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慧

詢問後才得知，原來是當地兩個

山寇搶了一名叫京娘的美貌女

子，並將她藏在觀中。京娘是蒲

州人，年方十七歲，隨父親去曲

陽燒香還願，不幸遭搶。

趙匡胤拔刀相救，並千里相

送，一路上對京娘體貼備至，京

娘則對頂天立地、正人君子的趙

匡胤漸漸地產生了愛慕之情。途

經邯鄲武安門道時，京娘感念趙

匡胤拔刀相救及千里護送之恩，

欲以終身相許，然而趙匡胤卻

說：「本為義氣千里相送，今日

若接受了私情，跟那響馬有甚麼

區別？施恩圖報非君子所為。」

這使的京娘更加敬佩，卻又

無以為報，便說：「恩兄高見，

妾今生當不能報大恩大德，死當

結草銜環。」說完便毅然投湖自

盡，以死來表明對趙匡胤的愛慕

之情。

後來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

加身，做了大宋的開國皇帝，想

起為他而死的京娘，愧疚不已，

遂封京娘為「貞義夫人」，並為

她建立一座祠堂。

京娘為自證清白而投湖自盡

的故事令人動容，她的美麗和貞

堅永遠卻留在邯鄲人的心中⋯⋯

有 3000年歷史的邯鄲，自

然有許多供人發思古之幽情的歷

史遺跡，舉例介紹如下：

古時不乏修道有術的高僧高

道，這些高人自是達到了不同凡

響的境界，能夠不沾染俗世塵

埃，步步增高修行層次，另創一

番新天地，或是行走於世間，傳

播修佛修道的真理或教導世人如

何做一個行善積德的真好人。

然而這樣的高人，有的除了

暗懷神通，能夠自己保護自己，

不輕易讓他者知曉之外，另外空

間的神佛在發現他們即將出現危

難時，亦會選擇在最適合的時機

現身，或是以某種化身來點悟他

們，讓這些處於人間的修煉高人

能夠逢凶化吉，永保安泰。

因此，獲得神佛或高層高

人默默護佑，而能夠預先曉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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媧皇宮

傳說上古有女媧補天的故事， 

地點就在邯鄲西部涉縣中皇山上

（媧皇宮）。女媧煉石補天，摶土

造人，涉縣於是被稱為是中國的

「女媧文化之鄉」。

目前的媧皇宮建於明萬曆年

間，背倚絕壁，前臨懸崖，依山

而建，氣勢恢弘。媧皇宮內有北

齊刻經洞兩個，共刻有經文十三

萬一千餘字，是中國現存面積最

大的北齊摩崖石刻。

武靈叢台

武靈叢台相傳建於戰國趙武

靈王時期（公元前 325至前 299

年）。叢台有天橋、雪洞、妝閣、

花苑諸景，結構奇特，裝飾美

妙，當時揚名於列國。現存之叢

台，是清同治年間修建的，以後

又進行過重修。

廣府古城

廣府古城，位於河北省邯鄲

市永年縣東南 20公里處，距今已

有 2600多年的歷史。因興建於

元明清時期的古城牆保存完好，

世界各地自發遊客眾多，被稱為

受到遺忘的神秘古城，廣府古城

這個名字開始流傳。

鄴城遺址

鄴城遺址，位於今河北省邯

鄲市臨漳縣境，鄴北城自東漢建

安十八年（213年），由曹操在

舊城基礎上開始營造。是為曹魏

五都之一。東魏時，興建鄴南

城。鄴城遺址範圍包括今河北省

臨漳縣西南（鄴北城、鄴南城、

銅雀台）和河南省安陽市東北

（曹操高陵、西門豹祠）。

弘濟橋

弘濟橋也稱府東橋，在廣府

城正東的東橋村，東西橫跨於滏

陽河之上。滏陽河在古代它就是

一條重要的水上交通線。據《廣

平府志》上記載：「又賴滏水，上

達磁邯，下通津衛。」弘濟橋目

前僅有碑刻記載為明萬曆十年重

修。由於修橋時動用四面八方人

力眾多，因此名為「弘濟橋」。

七步溝

七步溝景區位於邯鄲市武安

活水鄉境內。

七步溝原名「漆鋪溝」，因

山裡生長漆樹、老百姓以開漆鋪

為生而得名。自唐朝以來，佛教

僧眾多來此處聚集隱居，取佛家

典故「七步蓮花」，清朝年間更

名為「七步溝」。

山神顯靈又降下大雪都只為了一人
厄將至而後擇規避，就是高人

總能夠壽長無災的原因之一

吧！之所以能如此，當然還是

得依據當事者的修行如何。倘

若是心思甚端、行舉有軌、口

出直諤之人，他自當有些看透

事態之能，多少懂得護持自

己。況且，面對這樣的人，又

有誰敢欺瞞、侵犯？神佛又豈

會放任他者無故欺凌。

開府寺的高僧釋惠瑱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八》

中，記載了一個山神顯靈只為解

救一位有道高僧的故事：

有一位住上黨元開府寺的高

僧釋惠瑱，他獨靜一房禪懺為

業。在北周建德六年（公元 577

年），釋惠瑱遇到了皇帝滅佛

後，就下定決定要帶著佛經佛像

隱居於深山中。

有一次，有賊想要進山打劫， 

惠瑱初始並未覺察災厄即將發生。 

惠瑱忽然看見一個形高丈餘且美

貌髯顏的人。這個人戴著紗帽、

配著九環金帶、穿著青袍且腳著

吉莫皮靴，乘著朱鬉白馬從山頂

小路來到了惠瑱的面前。

這個男子下馬來對惠瑱說道：

「今夜會有賊人前來，法師要快些

躲避。」

天降大雪救法師

由於惠瑱是住在懸崖下方，

該處自是沒有其他道路可以通行

的，竟然還有人能騎馬前來，因

此，惠瑱不禁懷疑眼前的人正是

山神所化身的。

惠瑱就對這個人說道：「如今

佛法遭毀滅，貧僧無容身之地，

這才來到此地躲避。孰料今有賊

來到，我正可以在此處取死，又

何必要再逃竄呢？」

山神聽完惠瑱如此答覆，於

是回說：「法師既然遠赴此山來

投奔弟子，弟子自然是能夠保護

好法師您的。」山神說完，就消

失無蹤了。

當天夜裡，當地突然降下了

大雪，雪深達丈餘。最後賊人就

因為深雪致使道路受阻而無法進

山了。群賊決定在天晴之際，再

重新入山來搶劫。山神知情，遂

告訴山下各村莊的百姓說：「有

一批盜賊想要來劫持惠瑱法師，

你們理應前去相救！」百姓收到

了山神的通知，紛紛各持器杖，

入山拒擊盜賊。盜賊在見到了那

麼多村人手持器杖來回擊，自是

受到驚嚇而四處逃散了。

安然逃過劫難的惠瑱每一天

都憑藉著神力，穩然地在深山中

隱居。後來，時日一久，大家也

就不知道惠瑱的去向了。

成語典故之鄉：邯鄲
神 州 大 地
系 列

崑曲《千里送京娘》

邯鄲武靈叢台

1982年在邯鄲出土戰國時代的編鐘。 弘濟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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